
2015年國際青少年數學奧林匹亞  

International Teenagers Mathematics Olympiad（2015 ITMO） 

參賽心得  

 

 

1. 章竣雲                                        

我是章竣雲，我來自臺灣的新竹市，現就讀光華國中七年級。 我最喜歡

的科目是數學，因為數學使我和我喜愛數學的朋友們有了共同語言，彼

此連結在一起，它讓我們聚在一起解題，在解開難題的

瞬間，會有一種很美好的感覺，所以我喜歡數學。  

這次參加2015 ITMO國際青少年數學奧林匹亞數學競賽，

我是帶著忐忑不安與興奮的心情來馬來西亞，興奮的是

爸媽認同我長大了，第一次沒有隨隊陪同，忐忑的是從

小到大參加國內外的數學競賽第一次是英文題目與英文

回答，雖然成績沒有預期中的理想，但是回國後爸媽也

只是笑笑的對我說要再加油，讓我安心了一下，看來下次英文課要當數

學課一樣的認真了，嘻嘻。  

除了考試之外，台灣隊文化之夜的表演能獲得各國代表一致的讚賞，要

感謝孫老師與兩位學長的指導及伙伴們的努力，還有馬來西亞的美景與

美食，只有一句話來形容美不勝收與讚不絕口，當然晚上沒有爸媽的旅

館之夜，電玩也是玩到嗨翻，最後一天老爸到桃園機場接機時，呵呵，

我不小心告訴老爸，不想回來了。 

 

2. 林沛慶 

 我是林沛慶，來自於臺灣臺北，現在就讀北投的薇閣中

學七年級。今天能來參加這個比賽，我感到非常的榮幸。

   我覺得數學是個很神奇的世界 每當遇到一個問題，總

會創造出更多問題，而我喜歡的就是解題過程的樂趣，

非常感謝我能加入九章這個數學愛好者的大家庭，真的

獲益良多。希望兩年後還有機會參加下一次比賽。                   



沛慶媽媽                      

孫老師好，我們很感謝有這次機會！從認識大家、努力協心準備、到把

孩子送上戰場參賽，都是難得的經驗！孩子在學校非常開朗健談、功課

也很好，能到一個國際性的場合，與世界各地的小朋友切磋，實在是難

得的經驗！參賽過程，大會為我們安排的文化參訪活動非常有質感！競

賽後的藍卡威旅程、藍天美食異文化更是吸引人！順帶一提，馬來西亞

的黑咖啡超好喝，早知道多買幾包～～苦後回甘喔！！ 

 

3. 黎彥谷 

「樂在數學，享受學習。」正是這次來參加比賽的最大

收穫。我是來自臺灣的黎彥谷，現就讀臺北市麗山國中

八年級，得獎非常高興，但是更讓我興奮的是，在此認

識到很多朋友，也學習到更高深的數學知識。回想，從

小學一年級接觸數學開始，就深深喜歡上它！數學可以

讓我的思慮更加清楚，對事物判斷的邏輯能力也更加強

大。感謝我的父母、指導我的師長，感謝你們讓我領略

數學的美好，這個獎是屬於大家的，感謝有您，謝謝！ 

彥谷媽媽： 

感謝孫老師、孫媽、元顥爸爸、承澔媽媽、沛慶媽媽和同行的家長們，

大家辛苦了！參加九章出國比賽的機會，對彥谷而言，真的是非常難得，

因為大家都知道，九章的比賽一向很難，要脫穎而出，絕非易事！希望

彥谷能藉由這次的比賽，學習到對數學、團隊合作，以及待人處事應有

的態度！再次謝謝九章給予這次出國的機會！另外還要謝謝謝謝沛慶媽

媽幫大家這麼多忙！為了文化之夜，採買了獅頭、面具、鈴鐺、紅色鬆

緊帶，當然再加上孫老師、孫媽、各位家長及上場演出的 16 位同學的通

力合作，讓文化之夜的表演獲得滿堂彩，還得到大會的最佳表演奬，辛

苦了！ 

 

4. 楊承澔 

我是楊承澔，目前就讀於臺北市敦化國中二年級。數學是科學之母、是

萬物之根本。數學的抽象、數學的簡潔，使其富含一種無法言喻的美，



使我從小便深深愛上它。這次，我很榮幸能夠代表國家參加此項比賽，

要特別感謝孫老師能給我這樣的機會、以及許多次的培訓增進實力，一

方面為國爭光，另外也能磨練我的能力。這次的比賽，令我看到了許多

新的事物，從各個回合的鬥智，到文化之夜的表演，都讓我對數學比賽

有更深一層的體認，也使我滿載而歸。 

Hi, I am Yang, Cheng-Hao from Taiwan. I am an 
eight-grader in Dun Hua Junior High School in Taipei. 
Math is the queen of all science;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The abstract and brief of mathematics, filled it with 
inexpressible beauty. Because of this, I am totally in love 
with math since I could read.  

It is my honor to represent my country as a contestant of ITMO. First of 
all, I have to thank Dr. Sun who gave me th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this 
competition. Also, I want to thank my teammates who accomplished this 
mission with me.  

This is my first time to participate a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competition, I not only improved my mathematical skills, but also 
experienced the exotic cultures in Malaysia: the sights, the tradition, the food， 
and the people. I would never forget this fabulous journey, and all the friends 
that I have met. 

承澔媽媽 

這次兒子有幸入選選手， 我這個跟著趴趴走的媽媽， 看到孫老師為台

灣資優數學教育付出的心力真的好感動， 兒子也在這次的活動中收獲滿

滿。 謝謝孫老師，孫媽以及所有家長們， 很高興認識大家❤ 

 

5. 林天行 

第一次穿上九章的T恤代表出國比賽，心中很是興奮。

這次幸運能夠得到金牌，對我來說意義非凡，能在這樣

一個國際性的場合上台領獎，是少有的經驗。站在台上，

看著中華民國的國旗在場中飛揚，心中的感受難以言喻，

這個獎，代表的不僅是我個人，也代表我的國家！ 



在競賽會場中，每個人都埋首努力解題，大家雖然來自不同國家，甚至

是不同的種族，但是我們有著共同的興趣---數學，有著共通的目標---奪
牌。能夠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努力，那種感受是美好而令人懷念

的。賽後的文化之夜，又是另一場令人驚豔的文化饗宴，各隊精彩的表

演，久久令人無法忘懷，當然，台灣隊賣力的舞獅表演，也得了最佳表

演獎呢！ 

現在，賽事已落幕，一切漸歸於平靜，回想起賽前，一次次的培訓；一

波波的練習，大家的腦力激盪；團體的默契培養，一路走來雖然辛苦，

但這一切，都是滋養我成長的養分。在此，謝謝這一路陪我走過，幫助

我成長的各位，是你們，讓我有機會實踐自己的夢想！ 

 

6. 黃元顥 

回想去年暑假，我第一次跟著孫老師到香港比賽，卻因為準備不足而沒

有得獎。當時我曾許下一個願望，希望能在暑假的 IMC
中，奪得一面獎牌；不料，我連決賽都還沒考就已經

被淘汰了。直到開學沒多久，我竟然又在九章網站上

的 ITMO 選手名單中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原來我又有

了一個到馬來西亞圓夢的機會。 

準備 ITMO 比準備 PMWC 還要難好幾倍，一方面是

因為比賽規定一切都要以我所不熟悉的英文進行，從閱讀題目到書寫答

案，沒有一個步驟不需要用到英文；另一方面，由於比賽是在十二月舉

行，我們必須要在學期中撥空準備，在應付學校課業的同時，還要加強

英文與數學能力，並且偶爾與隊友聚在一起練習隊際賽與文化之夜表演。

在練習了兩個多月後，我感覺到自己進步了很多，還記得第一份考題的

得分必須要換算成五進制才勉強是個二位數字，但是到了比賽時，我的

分數卻能緊緊跟在答對率 50%的選手之後。希望這些可貴的進步能使我

在明年的 IMC 中有更好的表現。 

飛機一到馬來西亞，我立刻感受到了南洋的熱情與大會的用心。大會特

地為每個選手準備了餐盒以及印有 ITMO 字樣的手提袋與扇子，更特別

的是，我得到了一包有各種潔牙用品的袋子，可見大會安排的十分周到。 

第三天的考試是整趟旅途中最刺激的部分。大概是因為緊張的緣故，我



感覺那裡的時鐘跑得比台灣的還要快，平常我寫五分鐘的題目，到考場

時竟然要花六到七分鐘。還有，因為去年孫老師嚴厲的處罰了錯第一題

的人，因此我將第一題驗算了好幾遍。不僅如此，在寫計算題時，我花

了很多時間在想那些明明有背過，一進考場卻完全不記得了的單字，可

見我還需要努力克服臨場的緊張感。然而，更大的悲劇發生在傍晚，玩

完立體賓果時，我只贏了一個小學生，卻輸給了另外三個選手，根據隊

友楊承澔的說法，如果我當時披著國旗去比賽，一定會有更好的成績。

幸運的是，有一位馬來西亞選手來和我討論隊際賽第八題的解法，他告

訴我雖然我沒有寫完，但是答案猜對了，或許能有部份分數。他的這句

話使得我對於困難的第八題有了一絲絲希望。 

第四天晚上是文化之夜，除了欣賞各國的表演外，我們也表演了一段舞

獅與面具舞。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們贈送大會的兩組 Rush Hour，我想這

份禮物不但非常有特色，還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教具，因為我們去程時碰

到了行李太多上不了遊覽車的狀況，這時就需要移動行李的位置來放更

多行李，這跟 Rush Hour 的概念是非常相似的。晚會快結束時，大會播放

了一段活動影片，每當影片中出現了穿著「九章筭數，勾股量天」的人，

我們就一起用力揮舞國旗，或高呼「孫老師好帥！」讓我十分的興奮。

這天，我得到了兩份特別的禮物，一個是用獅頭與面具換到的一條東歐

風格的項鍊，另一個是 ITMO 的紀念別針，這兩份禮物是我此行得到最

珍貴的紀念品。 

閉幕式時，我們一一上台領獎，除了個人、隊際、團體獎外，還有一個

特別的獎項，就是 Puzzle 獎。台灣隊一共有兩人上台領獎，在為他們鼓

掌時，我又想起了那天的悲劇。最後孫老師特別表揚了一位馬來西亞的

選手，因為他在個人賽中得到了滿分。即使把我的分數翻倍，還是沒有

他高，因此他在我心目中顯得更加厲害。閉幕式唯一令我們感到惋惜的，

是我們原本想在孫老師致詞完後站起來喊：「孫老師萬歲！」沒想到，孫

老師根本沒有上台致詞，真是可惜！ 

第六天我在蘭卡威飽覽了馬來西亞的海洋風光，也做了很多在台灣不曾

做過的事：第一次搭乘海上快艇、第一次穿救生衣、第一次划船、撞船、

第一次親眼目睹海鷗和老鷹捕魚。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們在沙灘

上堆了一座台灣島，等漲潮後就能模擬地球暖化、海平面上升後台灣被

淹沒的樣子。結果我們發現台灣被侵蝕後會變成金門的形狀，最後沉入



海底。幸好我有機會在台灣沈沒前與它合照。 

回程時孫老師送給每個人一個馬克杯，上面印有孫老師的照片。回國後，

我將杯子擺在我書桌前，讓孫老師可以監督我做功課。另外，我也跟其

他人學了一些遊戲，像是我們最愛玩的「定義遊戲」。為了這個遊戲，我

們每天都在尋找新的「梗」，讓整趟旅程充滿了趣味，也取代了依依不捨

的心情。 

這次出國我認識了許多新朋友，在這幾個月我們一起討論、準備考試、

玩牌、聊天，有時還為了某些話題爭論不休。希望我們明年可以一起考

上 IMC，到清邁比賽。另外，我也要謝謝孫老師和孫媽媽以及李老師，

陪著我們培訓，並且帶我們出國、照顧我們。希望我將來還有機會參加

九章的活動。 

這次的考試雖然得了佳作，不過還有許多我可以改進的地方。首先，計

算題的部份，我有作答的兩題都因為粗心而被扣了不少分數，一個是計

算錯誤，另一題是忘了加一。還有，聽說填充題的兩個幾何題有很多人

猜對，我卻直接放棄，沒有至少先用估計法填一個數字，這兩個錯誤使

我至少損失了二十分。另外，回國後仔細想想，其實我的願望還沒有達

成，因為 ITMO 非 IMC，此比賽也不是在暑假舉辦。因此，為了達成這

個願望，在接下來的時間我一定會努力的為明年的 IMC 做準備的。 

 

7. 張修展 

我從2014年開始參加各項國際數學競賽，從每一次的練習運算解題中所

獲得的成就感相當奇妙，當解題目卡住時會很苦惱，

有時想個把小時，遇到難題會思考一二天，但當我

克服題目解出正確答案來時的興奮是無法言喻的。

各科學業成績也隨著不斷脫穎而出，就連向來最討

厭且學業成績最差的英文也因為要參賽ITMO而努

力克服讀書，學校段考排名大躍進。我非常感謝孫

文先老師的選手培訓課程，能跟這麼棒的國手們齊

聚一堂相互較勁切磋，一起出國比賽，人生真的無

比精彩。 

 



8. 傅彥綱 

大家好！我是傅彥綱，在國三應該忙著升學考試之際，能有機會跟隨九

章孫老師，到馬來西亞參加2015ITMO數學競賽，因為我相信此行會有不

同的體驗，而且是深刻難得的。 

飛機降落檳城機場時，窗外下著滂沱大雨，心裡不免擔心，但入境通關

後，看到接機人員的熱情，不忘幫我們拍團體合照留念，每人先發一個

餐盒，解除我們旅途勞頓，真是備感溫馨。 

於住宿飯店大廳，先放置行李，隨即帶我們享用晚餐，

炸蓮藕、海菜、炒米粉、炒飯…食材都不陌生，但料

理卻不同於臺灣，每一道菜都很特別、都非常好吃，

特別是那道「火燒雞」真是讓我大開眼界﹗ 

第二天，大會安排我們參觀當地一些傳統產業﹕有燒

木頭的方式炒咖啡豆，非常大、非常大的窯，將紅樹

林燒成木炭，還有馬蹄酥的製造，不是用烤箱烤，而

是用土燒成的大爐子，將手工捏好的一個個麵糰，再一個個擺放在燒爐

的內圈燒烤，風味當然也很特別。 

我一面參觀，一面打從心裏佩服，因為生產過程中，仍須相當多的人力，

這些人在如此炎熱的氣候下，又在如此高溫的環境中，為了生活而努力

工作著，不讓這些傳統產業沒落，所以媽媽也不手軟的買了60多個馬蹄

酥，讓我回臺灣時請同學吃。 

雖然白天大會有安排參觀的行程，晚上大家還是不忘作隊際賽的練習，

增強各組員的默契，第三天，也就是此行最主要目的~~數學競賽展開，

上午個人賽，下午隊際賽，晚上還有數學益智遊戲競賽，真是充分腦力

激盪，非常有趣，非常過癮﹗ 

在會場中看到各國高手雲集，心裏也不敢放鬆，大會用心良苦，安排所

有的考生在同一大會場裡過招，感覺很特別，也為考生準備了水和candy，

感覺很貼心﹗ 

晚上的數學益智遊戲PUZZLE競賽，也讓我印象深刻，臺灣隊：我、林天

行、方宣詠和范綱傑四人皆從小組賽中勝出，進入32人PK賽時，下著、

下著，發覺對方不是省油的燈，我更小心應戰了，但旁觀裁判說，數10
秒未下棋者輸，我開始緊張了，獨留方宣詠、范綱傑挺進八強，也是非



常難忘的經驗！ 

此行的參賽經驗真是讓我收穫良多，看到各國數學愛好者的優異表現，

勉勵我要更上層樓，見識到主辦國馬來西亞的人們，他們的熱情就向當

地的氣候一樣，非常盛情、溫暖。 

謝謝孫老師、孫媽媽對我們大家的照顧，孫老師百忙中還買水果給我們

吃，哇！好吃的榴槤、好吃的熱帶水果，謝謝爸、媽支持我，讓我有這

難忘、可貴的體驗！ 

彥綱媽媽感想： 

吃完馬來西亞帶回來的酥餅，包裝袋竟然捨不得丟掉，因為好懷念這趟

行程，若說彥綱此次參加ITMO競賽最大的收穫，不是參賽得什麼獎牌，

應該是賽前的培訓機會，而我呢，因而認識了這群超優的家長。 

賽前的培訓，孫老師北部、中部，無私的、義務的英文講習，隊際賽彥

綱和同儕間的討論，還有為了文化之夜表演，一次又一次的練習…，彥

綱非常非常享受培訓的這些點點滴滴。 

看到國外參賽隊伍優異的成績，更覺自己的不足，也是此行的一大震撼，

毋怪乎彥綱國三「水深火熱」之際，我仍支持彥綱把握機會，因為能夠

跟隨九章，一次國外參賽就是一次視野大拓展，這經驗是彌足珍貴的，

以上都要感謝孫老師對數學的盡心、不遺餘力，學子們才有機會！ 

也要謝謝每一位家長熱心的付出：從賽前道具採買，培訓教室的借用、

連繫，高鐵站往返接送，午餐便當訂購，練習時喇叭提供，盛情的點心

招待；同行時修展爸爸、元顥爸爸一路上對孩子們照顧…。 

真心感謝九章，還有此團隊所有家長！ 

 

9. 曾暐富 

我是來自桃園市復旦中學的曾暐富，數學是我的最

愛。每次解出艱深的題目，都讓我很有成就感。很

高興這次能參加2015 ITMO 數學競賽，而且還能得

到個人賽銀牌。之前我一直覺得英文題目很難，經

過這次的比賽，我覺得其實並不是那麼難。還有立

體賓果的趣味競賽，雖然第一輪就遇到IMO銀牌高手，



但還是因此學到一些下棋的技巧。此趟旅遊我們有去蘭卡威，印象最深

刻的就是去坐纜車，纜車上升的角度接近垂直，大家都在驚聲尖叫，超

刺激。還有一天，我們去各座島旅遊。其中，我們在溼米島打沙灘排球，

用腳自己畫界線，真是好玩。這些都是我永難忘懷的記憶。最後，我要

感謝九章數學教育基金會的孫老師，給我們這麼好的一個學習及比賽的

機會，讓我繼續成長，也認識來自於各地的數學菁英，彼此互相切磋。

希望下次還能參加各種的數學競賽，謝謝！ 

 

10. 陳亮妍 

我認真了三年，從小五、小六到國一，直到今年考澳洲AMC英文卷，才

有機會入選九章數學教育基金會所舉辦的國際數學競賽活動，非常感謝

孫文先老師。學習數學之路，我很幸運，就讀

竹科實中國小部時，黃于芳老師 、胡哲瑋老

師，為我開啓了奇妙的數學窗戶，讓我更喜愛

窗外廣闊的數學天地。而現在就讀竹科實中國

中部，也很幸運跟著愛我、疼我的陳惠珠老師

學習，也謝謝陪我伴我支持我的父母。在大馬，

我認識來自不同國家的數學愛好者，一起切磋

數學，文化交流；我很開心跟他們分享台灣文化和小禮物。最最歡喜的

是，我看到許多和我一樣熱愛數學的「女孩」。謝謝孫老師對我的教導，

更謝謝孫師母對我和媽媽一路的呵護與照顧，謝謝您們！ 

亮妍媽媽 

看到孫老師為了孩子的數學，帶著招牌包，推著裝滿教具的行李箱，爬上爬下，

忙進忙出；師母為了活動圓滿，跟進跟出，到處張羅；每位家長盡心無私的幫

忙，真的很感動。我也感謝亮妍今年有認真，能進選手營，得以一償夙願穿上

九章的制服 

 

11. 曾治蓁 

大家好，我是曾治蓁，來自台灣，目前就讀台中市明道中學國中部八年

級，平常喜歡觀察與思考，特別是解數學題目，因為在過程中能動腦也

能享受到其無窮之樂趣。很高興能代表台灣參加 2015 ITMO 國際數學比



賽。這是我第三次參加九章舉辦的英文國際數學比

賽(2012 IMSO，2013 IMSO)，每一次的獲獎都是自

我肯定。感謝孫老師從我小五時給予的提攜與指導，

而這次賽前培訓，又讓我的數學能更上層樓，也在

此次比賽中嶄露呈現。由於這個比賽，我很高興可

以遇見國內外的中學生數學高手並一同切磋交流。

我非常熱愛科學，而數學是科學之母，所以我會持

續保持對數學的熱情。 

My name is Tzang, Chih-Chen from Taiwan. I am a grade eight student in 
Taichung, Mingdao high school. I like solving math problems. It's my honor 
to win the prize. I would like to thank many people. First, thanks to Dr. Sun 
and my parents to give me a chance for this competition. Second, my 
teammate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my life. Seeing their hard work 
and devotion in math, I was influenced by them. Afterall, thanks to the ITMO 
to give me the chance to prove myself. 

 

12. 范綱傑 

大家好，我叫范綱傑，我來自臺灣，現就讀新竹市光華國中七年級。我

最喜歡的科目就是數學，因為數學使我和我的同好

聚在一起。由於解題時有相同的思考模式，在解開

難題的一瞬間，會有一種「YES！就是這樣」的默契。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就是 PUZZLE GAME，晉級之後

在大家 的加油聲中好不容易進入前八強，但強中自

有強中手，雖敗猶榮。另外 我在機場帶球事件，嚴

重的影響到大家，在團體活動中這樣的行為是不對

的，對不起，感謝大家對我的包容，除了數學以外

我還有很多為人處世的課程要去學習，這次很榮幸

能跟隨九章孫老師和其他１５位數學高 手一起出國比賽為國爭光，經過

多次的培訓讓我對數學有更深的認識也讓我了解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

意義。 

 



13. 呂冠逸    

這次比賽我被編在台灣對的C隊，很榮幸可以

和大家一起參加ITMO這個比賽，從選拔賽一

開始200多個對手，變成最後的十六個隊友，

孫老師一共辦了五次的培訓，讓我認認識了好

多有趣的新朋友，又遇到了以前的老朋友。現

在已經出國了也考完試了，還是覺得很興奮。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國中組的考試，雖然成績不是很好，但是也算有點慶

幸了。馬來西亞的 當地的華人幫助我們很多，到機場來迎接我們幫，我

們安排有趣的行程，吃好吃的餐廳，中途又看到了許多馬來西亞的小動

物有彈途魚，老鷹......，真是令人受寵若驚，而馬來西亞有許多風土民情

與台灣有很大的差別，給了我十足的新鮮感。希望未來還有機會參加九

章辦的比賽，再度代表台灣出國參賽! 

 

14. 周均翰 

數學是世界共通的語言；數學也一直是我最喜歡的科目。悠遊在數學這

片浩瀚的天際，讓我感到自在快樂。很高興能參加這次的數學競賽，除

了可以認識許多和我一樣熱愛數學的夥伴。同時，也

品嚐了馬來西亞的傳統美食，以及，體驗了馬來西亞

的文化與風俗民情。文化之夜更是令我印象深刻 ！ 
謝謝孫老師給我這個難得的機會！ 在未來的數學之

路上，我會更加努力 ！ 

 

15. 施博瀚  

這次參加ITMO國際青少年數學奧林匹真是打開了我的視野。在培訓的過

程中，我認識了許多來自不同學校的學生。許多人深藏不露，看起來很

平凡，但在解答數學時，腦筋卻可以轉得很快，馬上理解題意，並且精

準正確的解出答案。和他們一起做隊際數學的練習，讓我感覺很開心也

感覺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夥伴。從小我喜歡看書、做數學的應用問題和動

頭腦玩益智遊戲， 老師和同學都叫我小博士，(因為我叫施博瀚) 。但直

到我參加ITMO後才知道我只是小小的聰明，外面厲害的人真是太多了。



看到許多人非常認真也花了許多時間在研究和算數學，

我知道自己的努力和聰明都不夠。我要謝謝隊友都比

我強很多，讓我能夠很幸運獲得隊際賽季軍和團體賽

的亞軍，感覺我好像是搭了一個很快樂的順風車。這

次個人賽得到佳作我感覺很意外也很安慰。我的目標

是進入美國的名校念大學，所以我還要再接再厲，希

望能夠有機會多參加國際數學競賽，可以和聰明的人

相處在一起。 

博瀚媽媽： 

非常非常感謝孫老師及孫媽！ 真是個美好的歷鍊及回憶！博瀚在美國唸

幼稚園大班時，老師就給他做國小二年級的數學題目，回台灣後同學和

老師都誇他很聰明，這趟ITMO的數學競賽和文化之旅後，他才知道自己

是吊車尾的井底之蛙。感謝這趟行程給他的震撼及體驗。感謝！感謝！ 

 

16. 方宣詠 

紅色布幕緩緩落下，掌聲此起彼落。再美好的時光也只能成為回憶。不

捨之情在心中炸裂。五天的賽事結束了。 

從第一天起就是我的挑戰，下機，第一次沒父母陪伴。

英文，成為未來一週伴隨我的唯一夥伴，跟世界溝通

的橋樑。 

還記得第一天，大雨滂沱，閃電一道道閃耀天際，悶

熱感緊貼全身，但興奮感凌駕其上，我準備好了！？ 

第二天，是考試的前一天。大家窩在餐廳一隅，奮力

解題，享受絞盡腦汁的感覺，是快樂，更是幸福。 

第三天，開幕，考試。大家面色凝重(暴風雨前的寧靜?)，等著一展絕技。

當考試終結鐘聲響起，心上的巨石滾落。終於考完了！ 再來是puzzle 競

賽，從分區預賽，我勢如破竹，連下四城，直闖決賽。沒想到......決賽地

點竟然在當地一家大賣場？！步入會場，迎面而來是眾多異樣的眼光。

但是，台灣的熱情戰勝一切。披著國旗，隊友們在一旁搖旗吶喊，加油

聲(國歌國旗歌！)響徹雲霄，我又連戰皆捷。最後八強鎩羽而歸，輸給地

主選手，但仍得到一個獎杯，算是一大確幸～ 



第四天，夢寐以求的肉骨茶總算祭拜了我的五藏廟！餐廳香味四溢，果

然美味可口。 晚上，是文化之夜。各國在美好的夜晚舞出自己的回憶(尤

其是保加利亞的傳統服裝) 晚會的最後，是這幾天的回憶影片，好感動～

當看到自己出現在影片中，接受隊友的歡呼，我看到了熱情、友情，難

忘的回憶。淚，悄悄漫上眼眶。  

第五天，閉幕，頒獎。掌聲響起，我盡了最大的努力。頒獎前，緊張之

情灼熱著全身，心，撲通撲通的跳。終於，個人銀牌，隊際銀牌，團體

銅牌。最神奇的是，我們台灣獲得文化之夜最佳表演？！ 歡喜，做為前

進動力，keep fighting～ 

宣詠爸爸 

這次2015ITMO國際青少年數學奧林匹亞競賽圓滿閉幕了。能代表台灣出

國參加數學比賽是一種榮譽，能和志同道合能力相當的同儕切磋砥礪是

一種快樂，而能遇到影響孩子人生的貴人則是一種幸福！孫老師和孫媽

正是歷年每位數學國手的人生導師，這也是我希望宣詠參加數學比賽的

原因。與兩位老人家結緣5年有餘了，每次與其相處總有挖不完的寶藏，

相信在20、30年後，孫老師、孫媽的身教和言教仍會清晰烙印在孩子們的

腦海中，繼續影響他們一輩子。將來這些孩子們若能有些許成就，當不

忘孫老師和孫媽的殷殷教誨，謝謝您們！辛苦了！ 

 

  



 
2015/12/9 

出發日	 

桃園機場一航廈，	 

精神抖擻，整軍出發～	 

 

 
 

2012/12/11 

   那就…⋯烤啊！	 

燃燒吧！燃燒吧！火鳥！	 

 
 

2015/12/12   檳城食王肉骨茶！好吃～ 

 吃飽飽！文化之夜，咱們舞獅去！ 

 
2015/12/12 趣味競賽：這絕對是干擾！！ 

	 

2015/12/13	 	 	 頒獎～ 

 



 

  
 

 


